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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ank of Beijing Financial Leasing

Co., Ltd.

机构编码：M0028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74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1月20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总布胡同58号天润财富中心9

层、10层

电话：010-66429099
邮编：1000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0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双流保税园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90

许可证流水号：00478769

批准成立时间：2012年12月31日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

流区公兴街道货运大道888号1栋1单元1楼

130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7月24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

抓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和人员转移避险

主汛期将延续到9月底——

汛期未结束 防汛不能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8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今年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国家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
周学文表示，6月以来，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发生了
严重汛情，防汛救灾工作面临严峻考验。在国家防
总统筹协调下，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共同铸就了防汛抗洪
的坚固堤坝，最大程度减少了灾害损失。

今年汛情“两超一多一少”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降雨偏多，时间、空间集
中，长江、黄河、淮河、珠江、太湖等流域大江大河
发生12次编号洪水。全国共有634条河流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其中194条超保、53条超历史。

“今年汛情灾情主要有‘两超、一多、一少’四
个特点。”据周学文介绍，“两超”分别是江淮流域
梅雨超历史、长江淮河太湖水位超保。其中，江淮
流域梅雨季降水量759.2毫米，持续时间62天，均
为1961年以来最高。

“一多”是蓄洪圩垸运用多。长江、淮河流域
防洪工程出险5237处，有892个圩垸运用蓄洪，安
徽省共运用行蓄洪区11个。“一少”则是灾害损失
重人员伤亡少。洪涝灾害造成6346万人次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 1789.6 亿元，比前 5年均值偏多
12.7%和15.5%。因灾死亡失踪219人，倒塌房屋
5.4万间，比前5年均值分别减少54.8%和65.3%。

国家防总、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全力以赴地投
入防汛救灾工作，防汛救灾工作有序有力推进，取
得积极成效和阶段性成果。“国家防总和各级防指
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00.6万人，为近年来最多。”周
学文说。

抢险救灾一体化显优势

据了解，国家防总一方面加强统筹协调，各地
各部门通力协作、积极应对，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
力；另一方面，注重发挥好成员单位专业优势。

据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介绍，年初，水利部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超标洪水、水库失事、山洪
灾害等“三大风险”防范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加强水
情监测预报，科学精细调度大中型水库3177座
（次），拦蓄洪水1097亿立方米，避免人员转移1852
万人。

自然资源部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据自然
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介绍，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
会同中国气象局把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从往年的24
个小时拓展到72个小时，为作出充分准备提供基
础。同时，大力推进专业监测预警装备研发，在去
年工作基础上，新安排2500余处试验点。

总的来说，在今年的防汛救灾工作中，应急管
理部门防汛抢险救灾一体化优势凸显。“应急管理
部在协调做好防汛抢险工作的同时，同步安排部
署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救灾等工作，会同财政
部、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时下达防汛抢险救灾资

金20.85亿元，有力支持了地方防汛救灾工作。”周
学文说。

警惕台风深入内陆影响

“目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关键期，但并不意
味着‘七下八上’之后我国的汛期就结束了，主汛
期将一直会延续到9月底。”周学文介绍，下一阶段
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仍然很大，防汛抗洪的任
务还很重，防汛工作绝不能放松，还必须保持高度
警惕，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

根据预报预测，未来一周，主要降雨区位于西
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及华
南大部、四川盆地和云南等地，降雨量较常年偏多
五成到一倍；江淮、江南、华南东北部等地以高温
少雨天气为主；在南海或西北太平洋可能有一个

台风生成。
“8月中下旬和9月为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

往往强度较强，甚至深入内陆或北上带来严重风
雨影响。”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余勇分析说，预计8月
下旬在南海或西北太平洋有2个至3个台风生成；
预计9月份在南海或西北太平洋将有5个至6个
台风生成。对此，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需防范台
风大风、强降雨和风暴潮灾害，同时也要警惕台风
深入内陆或北上影响。

此外，虽然8月中下旬至9月，北方农区大部
水热条件总体利于玉米、大豆、一季稻、棉花等秋
收粮棉作物生长发育，但据预测，西北地区中东
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降水偏多，需防范农田渍
涝灾害；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部8月中下旬气温
偏低，易导致作物贪青晚熟，需防范9月冷空气活
动及早霜冻影响作物充分灌浆等。

本报北京8月13日讯 记者常理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据预测，13日至16日，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部分地区
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黄
明13日主持召开防汛会商研判会，与中国气象
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雨水汛情，视频
连线北京、河北、辽宁、四川、陕西等地防指，进一
步调度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人员转移

避险工作。
会议强调，要盯紧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山洪

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点，北
方地区还要做好旱涝急转的应对准备，层层压实
责任，突出抓好基层一线责任落实。要及时果断
转移低洼易涝区、危房旧舍、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
险区群众，持续抓好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防御，宁
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进一步完善人员
转移避险方案预案，明确撤离路线，加强人员转移
后的安全管理，防止威胁解除前群众擅自返回。

本报上海8月13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13日，上海市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临港新片区改革创新成果。上海市政
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表示：“上
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一年来，政策和制度创新带来的发
展效应已逐步显现，高端资源要素整治加速集聚临港新片区，
新增注册企业15115户，同比增长70%，注册资本金超过
2000亿元，同比增长313%。共计签约项目358个，涉及总投
资2713.63亿元。”

临港新片区接轨国际通行规则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
加快形成，投资环境持续优化，已初步形成开放型政策制度体
系框架。率先实行企业名称告知承诺制，将企业名称登记速
度从改革前的“一天”提升到“实时”，政策施行3个月以来，共
有约2400家企业通过该方式获得企业名称。朱芝松透露，下
周将发布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实施办法，市场主体创设将更
加便利，制度成本大幅降低。

在加大外资开放力度方面，全国首个合资理财公司——
汇华理财有限公司落户临港新片区，临港新片区还探索在电
信、科技、教育、卫生等领域放宽外资持股比例，并在全国率先
允许境外知名仲裁机构设立业务机构。

在金融开放创新体系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

监会、国家外汇局、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金融30条”，赋予临
港新片区金融先行先试权限，率先实行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
结算便利化、一次性外债登记、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等
创新试点，外资、外贸企业开展跨境业务、离岸业务的便利化
程度进一步提升。

高度开放的运输自由制度体系加快形成，航运资源集聚
配置功能不断完善。上海海事局向洋山港海事局下放36项
行政事权，船舶变更登记和相关证书发放时间由改革前的4
天至6天缩短至1天。

在加快形成人员从业自由的制度体系方面，临港新片区出
入境、停居留更加便利。如今，临港新片区已建立外籍高层次人
才直接申办永居新机制，外籍人才最长可办理5年居留许可。
在加快形成国际通信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临港新片区全面启动
国际数据港建设，打造辐射全球的跨境综合数据枢纽，并加快启
动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和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在实施特殊税收政策方面，临港新片区区内企业税负成
本不断降低。朱芝松介绍，目前，15%企业所得税政策正式落
地。正在细化论证境外人才个税税负差额补贴、物理围网区
域货物和服务贸易税收、服务出口增值税等其他税收政策实
施方案。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一年

新增注册企业同比增七成

本报北京8月13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
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7月，我
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7637.5亿元，执行额
5133.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其中，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4521.2 亿元，执行额
3072.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和10.2%。

7月份，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842.2
亿元，执行额63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和
12.2%，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482.9亿元，

与去年持平，执行额395.6亿元，同比增长8.3%。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分析指出，1月至7月，

民营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736.9亿元，同
比增长17.7%；外商投资企业（不含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1094.7亿元，同比
增长10.4%，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离岸服务外包
执行额合计占全国的60%。

从结构看，1月至7月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
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

识流程外包（KPO）执行额分别为1389.8亿元、
526.5 亿元和 115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5%、
18.9%和10.9%。ITO中的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
设计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172亿元，同比增长
9.8%；BPO中的维修维护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
129.1亿元，同比增长17.6%；KPO中的医药和
生物技术研发外包离岸执行额228.6亿元，同比
增长25.6%。

从市场看，1月至7月我国企业承接美国、
中国香港、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离岸外包
执行额分别为644.9亿元、551.6亿元、508.6亿
元、255.1亿元、173.8亿元和161.5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1%、13.9%、5.1%、11.1%、21.3%和
25.1%，合计占全部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74.7%。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外包执
行额556.7亿元，同比增长9.7%。

前7月服务外包合同额7637亿元
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外包执行额556亿元

本报北京8月13日讯 记者崔国强从
13日举行的中国民用航空局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7月份，全国民航运输生产指标继续
回升。

7月份，全国民航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68.8亿吨公里，同比下降39.3%，降幅较上
月收窄3.4个百分点；完成旅客运输量3910
万人次，同比下降34.1%，降幅较上月收窄
8.3个百分点；完成货邮运输量55.2万吨，同
比下降10.4%，降幅较上月扩大4.7个百分

点，其中，全货机货邮运输量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共完成22.9万吨，同比增长20.4%。

在运行保障方面，7月份，民航业共保
障各类飞行37万班，日均11941班，日均同
比下降30.3%，环比上升10.4%。全国航班
正常率为85.6%。

在安全运行方面，7月份，行业安全生
产继续保持总体平稳态势。截至7月底，全
国运输航空持续安全飞行119个月、8494
万小时。

7月民航运输生产指标继续回升

本报北京8月13日讯 记者李晨阳报
道：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近日发
布2020年第9号通报《关于2020年第二季
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

《通报》指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银
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保险消费投诉
33732件，同比增长26.86%。其中涉及财产
保险公司16200件，同比增长11.08%，占投
诉总量的48.03%；人身保险公司17532件，
同比增长46.03%，占投诉总量的51.97%。

人保财险、平安财险、众安在线的投诉量位
列财产保险公司前三名。平安人寿、中国人
寿、太平洋人寿的投诉量位列人身保险公司
前三名。

其中，财产保险公司涉及理赔纠纷投诉
8077 件，占财产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
49.86% ；销售纠纷投诉 4969 件，占比
30.67%。人身保险公司涉及理赔纠纷投诉
2328件，占人身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13.28%；
销售纠纷投诉7654件，占比43.66%。

二季度保险消费投诉同比增26%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8月12日，
由深圳报业集团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成果巡展”活动在深圳（首站）启动。

本次巡展重点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青年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
展、城市营商环境、宜业宜居等方面的创新

发展成果，展示大湾区改革创新发展形象。
本次巡展以“图片展+明信片+全媒体

融合”形式呈现，将持续1个月。其中，在深
圳市民中心的展出时间为8月12日至14
日，随后将在广州、珠海、江门等大湾区城市
巡回展示，最后返回深圳“天安云谷”进行
展示。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成果巡展启动

本报武汉8月 13日电 记者柳洁报
道：13日，为期5天的2020第十八届华中国
际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汉阳）举行，这
是武汉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举办的本土
首场线下大型展会。

本届华中国际车展汇聚国际国内60余
个汽车品牌、800辆新车，覆盖市面上大多
数进口、合资、自主品牌，车展现场不仅有传
统燃油车，还有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和房
车等积极参展。

武汉市江夏区、武汉开发区近日先后公
布政策，对消费者在武汉本地购买武汉生产
的车辆进行补贴，最高补贴达1.5万元。华
中国际车展现场，组委会联合20多家车企
让利消费者。针对抗疫人员，各大车企也将
出台额外优惠政策。

据悉，华中国际车展由商务部外贸发展
事务局和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共同主办，尚
格会展和品牌联盟共同承办，是商务部重点
扶持的会展项目。

第十八届华中国际车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8月11日，
广交会展馆再度迎来观展高潮。5场展会
于当天同时开幕，参展企业达970家，观展
人数超过2.6万人。

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广州会展
业已恢复正常。广州琶洲地区各展馆在7
月初至8月11日，已经成功举办36场展会，
合计展览面积约88万平方米，参展参观合
计约70万人次。展览题材涉及建筑装饰、
家具、国防科技、生物医药设备、工业自动

化、纺织设备、汽车、环保、智慧物业、动漫、
玩具、新零售、跨境电商、防疫物资等众多
领域，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实体经济
提供了加快恢复发展的专业采购和交流合
作平台。

受益于展会举办，琶洲地区各酒店
入住率 7月份大幅提升。会展业重启和
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带动消费逐步升
温，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 3 个
月环比上升。

广州会展业已全面恢复正常


